
着眼长远 筑牢根基
2017 年，河北省福彩工作紧紧围绕“安全运行、

健康发展”的工作方针，面对新的彩民购彩形势和风
险隐患增多的彩票市场，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强
化规范管理，多措并举保稳定、统筹兼顾强基础、求
真务实谋发展，确保了全省福彩事业安全运行、健康
发展。

狠抓从严治党，统领福彩事业发展

2017 年，河北福彩全面继续狠抓从严治党，全面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入推进“两学一
做”常态化制度化，大力推进“深化机关作风整顿主
题实践活动”，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促进
福彩事业健康发展。在组织廉政建设和制度管理上，
夯实发展根基。

直击市场潜力，开展派奖促销活动

2017 年，河北福彩开展了网点即开票、电脑票和
视频票等多项派奖促销活动，激发了彩民购买热情，
并对销量好的站点进行奖励，促销和奖励双管齐下，
取得了良好效果。

坚持问题导向，推进规范有效管理

2017 年，河北福彩根据 《河北省民政厅关于开展
2017 年民政重点工作综合评估的通知》 要求，提高政
治站位，从推进工作落实高度出发，结合实际迅速细
化评估项目。多措并举抢抓投注站规范管理，中福在
线销售厅更是实行考核绩效机制，有效提高了工作人
员的积极性。

筑牢发展根基，夯实基础设施建设

2017 年，河北福彩加强投入，建成了投注站综合
安全接入平台“一线通”项目，完善了投注机功能、

减轻了站点负担。同时省中心抓紧站点布设和扫描枪
更换工作，先后更换 7000 多把支持 3G、4G 的新版扫
描枪，彻底解决了信号不好、运行不佳的问题。为解
决银行缴款系统返还促销资金环节多、时间长、站主
不满意的问题,省中心联合邮储银行有针对性地开发了
电脑票、即开票的批量缴款功能。为保障赠票促销活
动顺利实施，省中心开发新的销售系统程序，调整、
优化了彩票票面信息及投注机功能，为实现跨游戏、
跨玩法、多地市赠票促销活动顺利开展提供了有力的
技术保障。

着眼长远发展，提升人才队伍素质

2017 年，河北福彩以表彰奖励形式激励争先创
优，从全省 9600 多个站点中评选出 100 个优秀站点颁
发证书和牌匾，并分批组织参观学习；以业务培训提
升能力素质、着力提高从业人员的业务水平，按照培
训计划，进行多方面的业务培训；以竞赛为抓手创新
人才培养，通过参与各项比赛，提高各地市福彩组织
的战斗力。

聚焦重点热点，推进公益宣传活动

2017 年，河北福彩积极拓宽宣传渠道，扩大宣传
阵地，与新浪网、腾讯网合作，投放市场宣传活动图
片，将促销活动信息及时公布，扩大影响范围；积极
宣传派奖促销活动，围绕各次派奖促销活动，省中心
抓住亮点，设计、制作了海报、传单、音频、视频等
宣传品，并发放、发布到位；努力打造福彩公益品牌
形象，开展的公益活动各新闻媒体都给予了极大关
注、进行了及时报道；开展福彩 30 周年系列活动“福
彩大爱、助力燕赵——河北福彩文化成果展”，展示了
福彩对社会公益事业作出的贡献。

2017 年已悄然过去，放眼未来，我们需要更加扬
鞭奋蹄，继续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聚焦全面
从严治党，狠抓安全规范，突出重点任务，加强开拓
创新，努力实现市场平稳运行，着力提高有质量的销
量，筹集更多的公益金，为推动河北社会福利和社会
公益事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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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走进河北福彩
河北福彩的2017

2017 年河北省销售福利彩票 55.91 亿元，筹

集公益金 16.9 亿元，代缴个人偶然所得税 436

笔 ， 创 造 税 收 1.2 亿 元 ， 为 社 会 作 出 了 重 要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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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绿色、国际协同等要素赋能物流行业

“双 11”：全球“剁手”一天 10亿包裹

“我们很快会面临一天10亿个包裹”，2017
年全球智慧物流峰会上，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
主席马云提出“一个小目标”。2018年11月11
日，预言成为现实。

如 此 数 量 的 包 裹 ，物 流 公 司 将 如 何 处
理？“双 11”前夕，超级机器人分拨中心在圆
通杭州转运中心正式启用，记者在机器人分

拨中心看到，“小蓝人”机器人在操作平台上
十分忙碌，自动根据包裹流向的不同，将包裹
运到对应区域格口；到达指定位置后，机器人
上的托盘竖起，包裹被倒入格口，然后顺着通
道从二层滑到一层包裹装运区，完成整个过
程仅需十几秒。

圆通速递总部中心管理部负责人李小平介

绍，每天有去往近300个不同目的地的包裹，被
这套设备高效分拣集中，人工负担大为降低，分
拣效率和准确率大幅度上升。“高峰期内 2000
平方米的场地内，350 台机器人昼夜作业，每天
可分拣超过50万包裹。”李小平说。

菜鸟网络高级技术专家李建军表示，物联
网技术优化在物流行业的应用，将实现包括机
器人在内的多种物流要素实时在线，并进行智
能调度，优化资源配置，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持
续为消费者带来普惠极致的物流体验。

11月11日23
点 18 分 09 秒，天
猫“双 11”当日物
流订单量突破 10
亿大关，十年来增
长 3800 多倍；当
日国家邮政局监
测数据显示，主要
电商企业全天共
产生快递物流订
单 13.52 亿件，同
比增长 25.12%，
再 创 历 史 新 高 。
数据增长仅仅只
是物流行业极速
前进的一个侧影，
智能、绿色、国际
协同等要素赋能
物流行业，更多新
趋势、新业态在这
里启程。

智慧物流，超级机器人员工已上岗

近年来物流行业环保行动进展迅
速，据国家邮政局数据统计，电子面单

每年带动全行业，节约纸质面单 200
多亿张；单个快件使用封装胶带量

减少了 25%，每年可节约封装胶
带 64 亿米；通过减少过度包装、

循环利用纸箱等措施，每年可
节约快递封装用品55亿个。

据悉，物流行业在今年“双 11”备战过程
中，纷纷加大在绿色物流方面的投入。中国物
流学会特约研究员杨达卿表示，包装的绿色化
在今年有鲜明体现。

中国邮政全面启动了包装减量、胶带瘦身、
循环回收等计划，实现物流运行过程中的包装
减量化、绿色化和可循环化。目前中国邮政首
批 13 万个绿色标准箱、38000 个免胶带箱、2.5

万卷窄版胶带已投入使用。
中通快递公司的电子面单使用率超过了

97%，节省了大量纸张，全国 68 套自动分拣线
全部使用可循环帆布袋进行集包；申通快递通
过使用可降解的快递袋、避免过度包装、定期回
收再利用等措施，减少包装耗材10%；韵达则大
力推广使用无须纸张的电子包牌；苏宁漂流箱
行动从 8 个城市扩展到 14 个城市，在末端投递
环节使用可循环的包装箱代替纸箱，减少一次
性纸箱使用。

绿色行动，包装减量胶带瘦身

“双 11”第二天，在
大阪、悉尼、奥克兰、马德

里、阿姆斯特丹、洛杉矶等
地，菜鸟网络的 14 个全球订

单履行中心均已发货，国内消费
者正陆续收到来自全球的包裹。

据了解，今年全球有100多个

物流企业参与“双 11”，近 30 个国家的邮政、快
递公司与菜鸟网络进行了物流详情直接链接，
近 20 个国家的仓库采用中国的仓库系统进行
了数字化升级⋯⋯

“在国际跨境这块，其实更多是物流建设撬
动商流，物流通关是关键所在。”菜鸟网络国际
物流部技术专家唐韧表示，“双 11”是消费者的

“购物盛宴”，对海关通关效率更是一场“考验”，
依靠科技手段保障跨境商品高效通关，是“双
11”保障的重点。

早在“双 11”启动前，各地海关继续与物流
企业开展全链路压力测试，调整系统的性能指
标应对通关洪峰。为了更快完成进口商品的通
关，海关总署今年还开辟更多通路，在“省道”基
础上加入“国道”，分担各属地压力，保证既能

“管得住”，又能“通得快”。
全球物流行业联系不断加强，协同化程度

更高，“今天的峰值就是明天的常态，从一天 10
亿包裹到未来每天10亿包裹，单靠任何一个物
流企业都无法承接，携手建设国家智能物流骨
干网成为必然。”菜鸟网络总裁万霖认为。（记者
黄筱、吴帅帅） 新华社杭州11月12日电

全球协同，今天的峰值是明天的常态

□海 洋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 11 日说，当天在法国
首都巴黎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百年纪念活动期间，
他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作简短而良好的交谈。

克里姆林宫说，普京和特朗普没有谈及《中导条约》。
普京说，希望与美方就这一军备控制条约恢复全面磋商。

竖拇指：普京向特朗普竖大拇指

一战结束百年纪念仪式在凯旋门附近举行。法新社
报道，普京走向观礼台第一排的位置时，普京微笑着与特
朗普握手，朝对方竖起大拇指，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

国际媒体先前报道，俄美首脑有意借助这一多边活
动举行双边会晤。然而，特朗普说，“可能不会”与普京会
晤。普京表示，他和特朗普不作双边会晤，是为了避免抢
东道主——法国总统马克龙的风头。

调座位：马克龙给俄美元首临时换座

按照俄罗斯媒体的说法，为了防止普京和特朗普“抢
头条”，法方对当天爱丽舍宫工作午餐的座位安排做了

“手脚”。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以俄方代表团成员为消息源报

道，普京和特朗普原本应分别坐在马克龙两侧，法方调整
座位安排，让两人隔着桌子相对而坐，难以交谈。

尽管如此，俄罗斯记者当天晚些时候问普京是否有
机会与特朗普交谈，普京说“是”，谈得“还行”。

盼对话：普京希望与美方恢复全面磋商

普京的新闻秘书德米特里·佩斯科夫告诉俄罗斯国
际文传电讯社，普京和特朗普在巴黎的简短交谈没有涉
及《中导条约》。

外界原本期待普京和特朗普在巴黎商讨《中导条约》
事宜。特朗普上月指认俄罗斯长期违反条约，认定条约
限制美方研发新武器，宣布美国将退出这一“冷战”时期
达成的军控条约。

就《中导条约》，普京接受俄媒体专访时说，希望与美
方恢复全面磋商。普京说，“不管怎么说，我们准备对话，
要退出《中导条约》的不是我们”，而且美俄双方都致力于
恢复对话。 据新华社专特稿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握手。新华社发
◀11 月 12 日，宁夏银川市一家

快递公司工人在分拣快件。 新华社发

“双11”数据不断刷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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竖大拇指 轻拍肩膀

普京特朗普巴黎互动


